
盼成「大樹」為街坊遮風擋雨
陳穎欣：求變仍需務實 信「一勤天下無難事」

已成候任深水埗區議員的陳穎欣，近日接受新華
社記者專訪時指出，她的首要任務是做好地區

工作，努力落實政綱，「未來的工作一定會遇到困
難，但我相信一勤天下無難事，最重要是堅持和聆
聽街坊的意見，為社區帶來新氣象、新發展。」
麗閣邨和麗安邨建邨至今逾30年，房屋老化、設
備陳舊。其中，水壓不足、用水困難一直困擾不少
高層住戶。陳穎欣在訪問中說，得悉區內問題後立
即擬定調查問卷、收集街坊簽名、聯繫專業部門提
出具體調查報告，發起請願行動、召開居民大會。

社區服務成績斐然
她指出，房屋署已答允明年會進行加泵工程，徹

底解決問題，這項社區工作便吸引了不少居民成為
陳穎欣的「粉絲」，自此求助個案接踵而至。一年
多來，其社區服務成績斐然：小區野鴿問題解決、
成功爭取為住戶免費更換舊式鐵閘、成功爭取區內
小巴線提供長者兩元優惠、成功縮短麗閣邨電梯工
程期等。

實事求是遠勝叫囂
有多年地區工作經驗的陳穎欣在訪問中有不少金

句，「我不單要迎難而上，更希望成為大家心目中
的大樹，為他們遮風擋雨」、「發現問題，解決問
題，遠比叫囂和質疑更有價值」、「一個社區總會
有許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也會有市民不滿的地方，

我們的態度不應只是怪責，而是要建議，要改
變」、「我就去看別的屋邨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有
方法就去學啊。房屋署說沒有具體水壓數字不好解
決，那我就找專業機構量水壓數字啊……一步步踏
實做下去，遇到難題就拆解難題，這才能真正解決
問題，幫助到居民，不是麼？」
今屆區選年輕候選人和「首投族」等現象引起政

界關注，陳穎欣認為這反映了市民求新求變的願
望，然而，區議會是做實事的地方，為居民實實在
地解決問題，才是區議員的使命，市民不希望看到
一味的政治爭拗，而是希望安定和發展，選民也會
盼望年輕人能為社區帶來新景象。

讚政府聽意見好事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表示，特區政府會專門

聯絡當選或落選的青年候選人，希望邀請他們加入
政府一些委員會的諮詢架構、管理架構，陳穎欣
說，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能用新思維、新方法解
決問題，服務社區有優勢。而特區政府願意多聽年
輕人意見也是好事，有助了解不同訴求，對落實地
區工作也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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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1月30日宣佈，
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
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正式得到認可，是中國
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重要里程
碑。此舉將進一步推動中國深化金融改革，
擴大資本市場開放，續寫中國與世界經濟雙
贏新篇章。站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新起
點，機遇與挑戰並存。中國經濟的健康穩定
發展，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保障。中國應
充分抓住融入世界金融體系的歷史機遇，在
國際金融體系中更自信地發揮建設性作用，
提升在國際金融體系的話語權，助推「一帶
一路」實施，強化香港在全球離岸人民幣業
務中心地位。

人民幣成功躋身國際儲備貨幣行列，既是
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加快金融改革的具體成
果，也是IMF對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改革貨
幣體系的高度認可，代表國際社會對中國融
入全球金融體系、發揮更積極作用的期待。
人民幣入籃，勢必加速人民幣的國際化進
程，利好中國企業「走出去」，增強中國金
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助推中國經濟；另一
方面，促使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為國際金融
機構提供更多投資機會，令全世界一同分享
人民幣國際化的紅利。此外，人民幣加入
SDR，增加了 IMF 成員儲備資產的選擇範
圍，推動了國際儲備體系的多元化，有助完
善國際貨幣體系。可以說，人民幣獲得全球

化的「身份證」，對中國和世界是雙贏。
當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後，預計包括

全球央行、主權財富基金以及 188 個 IMF 的
成員國，都將增持人民幣作為其外匯儲備的
組成，全球投資者也有更多誘因持有和使
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然而，人民幣國
際化畢竟處於初級階段，人民幣要從「自
由使用」到「自由兌換」，從「符合條
件」到「廣受歡迎」，仍有很長的路。尤
其是未來中國央行如何應對匯率波動和大
規模跨境資本流動帶來的風險，如何在未來
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提高的情況下，確保國
家金融安全，需要透過加快金融改革逐一解
決。

有聲音擔心人民幣入籃後，貶值壓力升
溫。事實上，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取決於中國
經濟，只要中國經濟持續穩步增長，人民幣
匯率就能穩定在一個合理均衡的水準上。中
國自 2001 年加入 WTO 後，人民幣匯率表現
穩健的事實證明，人民幣有信心、有能力走
好國際化之路。

香港與內地有密切的經貿聯繫，又是全球
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人民幣加入
SDR，大幅提升人民幣在國際舞台上的地
位，對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地位和
作用無疑是一劑強心針，香港人民幣業務規
模及各方面金融業務都可望增長，有利進一
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人民幣加入SDR 中國與世界雙贏
高鐵工程延誤超支備受爭議，特首梁振英昨

日表示，政府與港鐵就高鐵香港段工程新簽訂
的協議有「封頂」條款，更明確規定完工日
期、工程造價，保障納稅人利益，值得支持。
如期完工是高鐵工程的當務之急，但是當中存
在尚待解決的風險，特別是「一地兩檢」安排
懸而未決，很可能成為高鐵工程「爛尾」的
「計時炸彈」，政府必須及早「拆彈」。

按照政府和港鐵達成的最新協議，高鐵工程
的預算費用為844億元，較原本預計超支約194
億元，完工日期修訂為2018年第三季。政府斬
釘截鐵地表示，在新協議下，不再為工程超支
「包底」，再因延工而產生的額外費用將由港
鐵一力承擔。高鐵耗資巨大，一日未完工，納
稅人就多流一日血，導致政府、港鐵、納稅人
三輸。現時最重要的，還是各界集中精力，加
強合作，保障高鐵如期完工。

政府和港鐵簽訂了「封頂」的新協議，明確
限時完工。高鐵工程能如期完成嗎？情況恐怕
未容樂觀，還面臨着不少技術上和政治上的挑
戰。政府呈交立法會的文件中已形容，要做到
2018年第三季或之前完工「並非毫無難度」。
首先，在技術層面，高鐵九龍總站的安裝工程
以及兩條隧道工程，都屬於高風險項目，稍有
差池，足以影響高鐵完工日期。

其次，也是關乎高鐵能否如期完工的關鍵所
在，就是高鐵的「一地兩檢」安排。有立法會
議員已經表示，要視乎「一地兩檢」的討論成

果，才決定是否支持高鐵追加撥款。政府至今
沒有公佈如何落實「一地兩檢」，但「一地兩
檢」的爭議已經在暗中炒作升溫。可以預料，
明年初政府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高鐵追加撥
款，「一地兩檢」的爭議很可能白熱化，甚至
成為拉布阻礙撥款的理由。政府絕對不能低估
申請高鐵追加撥款的難度，要在法律上、輿論
上、爭取民意上充分準備，妥善解決「一地兩
檢」安排，消除高鐵工程再受政爭拖累的風
險。

高鐵不可「爛尾」，但工程超支、延誤屢見
不鮮，公眾亦難以接受。根據運房局和港鐵的
協議，因工程延誤，政府需向港鐵支付額外管
理費，包括用作應付工程專業團隊的薪酬開
支。高鐵工程一再超支延期，港鐵作為項目管
理人難辭其咎。政府一定要徹底追究責任，追
討賠償，更需撥亂反正，賞罰分明，加強大型
工程問責，避免其淪為吞噬公帑的黑洞。

運房局局長張炳良強調，高鐵完工後，政
府將向港鐵追究責任，索償金額不會以港鐵
收取的管理費為上限，意味着港鐵在高鐵工
程的收益可能由盈轉虧。賞罰分明，釐清責
任，才能保證工程的質量和效率。香港未來
還有不少大型基建，耗資過千億的機場第三
跑道即將上馬，政府必須吸取高鐵的教訓，
建立更嚴謹的監督機制，在法律上、財務上
加強對項目管理方的問責，確保公共財政資源
用得其所。

高鐵如期完工有變數 大型工程需加強問責
A8 重要新聞

黃嘉浩遭淋油助選員 暗指陳旭明「主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今
年區議會選舉競爭激烈，部分人的
抹黑攻擊變本加厲，在區選結束後
仍「陰魂未散」。新民黨海怡西候
任區議員陳家珮，近日在其 face-
book批評其對手、「人民力量」主
席袁彌明，在選舉後仍繼續抹黑
她，這種「輸打贏要」式的所謂民
主是在侮辱選民。她承諾會本着
「勝不驕」的精神，繼續以謙卑的
態度，實現對海怡居民的承諾，憑
良心做好地區工作，又希望對方可
以「敗不餒」，往後在其他崗位真
心服務海怡，相信將會是居民之
福。
參選海怡西的袁彌明，在今屆選

舉中獲得2,245票，敗於獲得2,945
票的陳家珮之手。在投票結果公佈
後，袁彌明質疑稱，「（距上次補
選）只是經過一年半時間，她（陳
家珮）增長了1,000票，我很奇怪
為何那1,000票在去年沒有出現，
是否她的地區工作可以令她的選票
增幅有50%？」其後，她在其face-

book中發帖，在無證無據的情況下
聲稱：「海怡西有一位好老既
（嘅）婆婆第一次去投票，投到一
頭霧水。但cup（吸）完印之後攞
手機出嚟想影相，立即被選舉事務
處 職 員 禁 止 。 影 相 嚟 做 咩
呢……？」
針對袁彌明的網上抹黑，陳家珮

在其fb發帖，總結自己選舉後的感
受。她坦言，過去一年來，她努力
不懈地服務海怡居民，為社區打
拚，面對這場選戰，當然不會掉以
輕心，但亦有一定信心。「誰知對
手袁小姐的策略就是抹黑、抹黑、
再抹黑，的確為我帶來了不少壓
力。」

批袁敗選「輸打贏要」
她續說：「雖然我以取得57%的

票數勝出，但對手卻能以『抹黑策
略』，便在短短的一個半月內取得
2,245票，再加上『人民力量B隊』
的海怡關注組，於海怡東所得的653
票，『人民力量』現已有3,000位海

怡居民的支持，成績不容忽視。」
今次能成功連任，陳家珮表示會

本着「勝不驕」的精神，繼續服務
社區，「但對手卻似乎未能做到
『敗不餒』，且仍然選擇繼續抹
黑，大喊『民主海怡』，卻完全不
尊重民意，多番質疑我的票數，這
種『輸打贏要』式的所謂民主，也
太侮辱選民了吧！」

籲「敗不餒」服務海怡
她指出，袁彌明對票數的質疑，

只因對方「忽略了部分海怡居民，
沒有把以下的計算在內：包括很多
『佔中』期間曾經被『人民力量』
大罵『黑警』、住在海怡的Madam
及阿Sir；還有被她取笑『冇文化』
但有投票權的海怡大媽。正如我之
前提到的『勝不驕』，希望對手亦
能做到『敗不餒』，如她往後能在
其他崗位真心服務海怡，我相信亦
是居民之福。」
陳家珮表示，選舉過後，她會收

拾心情落實未來工作計劃，並承諾
會繼續以謙卑的態度，實現對海怡
居民的承諾，憑良心做好地區工
作。

傳統反對派與「傘兵」撞區的問題令雙方交
惡，尤以粉嶺祥華選區的爭拗最為嚴重，其中兩名
候選人，民主黨的陳旭明和「北區動源」的黃嘉浩
更是新聞多多。前者被人網上指為「黑勢力的棋
子」，後者有義工住所門口被淋紅油，被質疑是

「自導自演」。近日，有自稱為當日淋油事件的受害人
接受網媒訪問稱，自己「只開罪了當地某一勢力，但不
是建制派」，又稱曾有區內「另一勢力」勸他放棄為黃
嘉浩助選，倘建制派中人當選，「你就係幫兇。」

批民主黨話唔選又選反指鎅票
黃陳的爭拗在選舉期間一直不絕。包括民主黨等反對
派高調公佈所謂「鎅票名單」，其中就點名了與民主黨
的陳旭明撞區的黃嘉浩。黃嘉浩反擊稱今年2月已考慮
以祥華為目標，而在與民主黨會面時，從民主黨總幹事
林卓廷口中得知該黨無意在該區出選，他們並多次向負
責協調的「民主動力」求證並確認沒有其他建制派以外
者有意出選。但至8月底，「北動」接獲「民主動力」
的消息，指陳旭明將會出選祥華，「這是誰鎅誰的票？」
反對派為爭位，無所不用其極。有人在網絡製圖，稱

「民主黨勾結黑勢力」，矛頭直指陳旭明與「江湖中
人」合謀壟斷祥華邨，包括總值 4,700萬元的更換食水
管工程。民主黨其後發表聲明，指內容嚴重歪曲事實，
屬惡意和虛假的陳述，並向廉署舉報。其後，黃嘉浩一

名助選團成員家門疑被人
淋紅油恐嚇。有網民反質
疑事件是「北動」自導自
演，圖誣害同區對手的競
選手段。
選舉結束，陳旭明以

1,814票，百票之差打敗
黃嘉浩當選。該名報稱家
門被淋紅油的助選團成員
近日就接受了網媒訪問。
訪問中他化名為「叔
叔」，自稱與一眾街坊當
時不服祥華邨以高達4,700萬元更換食水管，而同住祥
華的黃嘉浩為邨民收集簽名，開業主大會，結果工程暫
停，故自己決定為對方助選。

稱「某一勢力」曾勸退「非建制派」
「叔叔」續稱，自己身家清白，遑論積怨債務，是因

為為黃助選才結下樑子，「開罪了當地某一勢力，但不
是建制派。」他聲言，該「另一勢力」曾勸他放棄：
「如果葉曜丞（建制派）贏（咗），你就係幫兇。」結
果有人乘他出門，在他的家門淋紅油。不過，他繼續出
來助選直到投票日，但為免家人擔心，會從此抽身。

■記者 鍾立

■化名「叔叔」的黃嘉浩助選
人員近日接受網媒訪問爆
料。

陳家珮籲袁彌明：勿再抹黑侮辱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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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一場區選，掀
起連場反對派內鬥。聲稱由荔枝角美孚新邨業
主和居民成立的「美孚苦主聯盟」，其召集人
曾麗文今屆出選美孚南，撞上了公民黨的王德
全。最後，兩人均敗於民建聯候選人黃達東之
手。曾麗文近日在聯盟的facebook上批評，公
民黨派人和她「搶位」，是「出賣邨民」。
曾麗文為前社民連及「人民力量」成員。她

曾於去年投訴屋邨的翻新工程，令公用地方和
部分單位出現問題，包括其家人的單位多年來
漏水。據她聲稱，自己當時向公民黨立法會議
員毛孟靜求助，對方派出黨友到訪3戶視察情
況，並以他的專業認定防水層設施「極有問
題」。
在2011年區選，曾麗文出選美孚中，公民黨

則派出伍月蘭對撼，結果雙雙落敗。其後，公
民黨在該處成立了地區辦事處，當聯盟要求他
們協助派發控訴物管的單張時就一口回絕。其
言下之意，似在「控訴」公民黨為爭功而圖將
聯盟「踢出局」。

「全投王德全」如「私有化民主」
今年區議會選舉，她改選美孚南，對上公民

黨的王德全，就被包括公民黨在內的傳統反對
派註明其「前人力執委」的標籤，列入所謂
「鎅票」名單。其間，曾麗文就在聯盟的
facebook 發文，批評公民黨阻撓她宣傳，又質
疑他們口說鼓勵社區自主，一面打壓邨民自
主，是在自欺欺人，又批評該黨主席余若薇等
要美孚南居民「全投王德全」，是大黨的「私
有化民主」。
近日，曾麗文又在facebook發帖，張貼了公

民黨黨魁梁家傑的照片，並指自己與梁曾有一
面之緣，當時「你了解了美孚工程嚴重出錯，
向我及家人表示了慰問，……但最後你選擇了
帶領公民黨出賣邨民。作為民主大黨，你們的
政治非這樣不行嗎？why？」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區議會選舉中，25歲的民建聯/工聯會「小花」

陳穎欣，以2,531票擊敗在深水埗麗閣選區競逐連任的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當選深

水埗區議員，搗破民協「老巢」，成為政壇佳話。陳穎欣近日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

示，當選後首要任務是落實政綱，堅持聆聽街坊意見。有多年地區工作經驗的她明

言，年輕議員當選的確回應了選民求變的期望，但年輕議員仍需務實議政，希望今後

「小花」成「大樹」，續為街坊遮風擋雨。

◀陳穎欣早前邀請警務處代表，為居民舉辦電話防騙講座。 新華社

▲陳穎欣就麗閣頂層水壓不足問題收集街坊意見。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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